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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回归与重建 

一度辉煌的圣殿已成废墟，美丽的耶路撒冷已成为一

片焦土，神的子民被掳至异地，但故事并未在此结束。  

神审判了，也计划要恢复。尽管以色列人的罪使他们

无法逃避所受的审判，但对于未来的重建而言，这仅仅是

开端的一步。审判的目的是教导他们，并使他们成长。而

他们也已学会并成长了。  

七十年的被掳结束了，神对以色列的心意将继续成

就；一如神应许的，神使子民回归故土。神的约是永恒的，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刻。在管教的价值和重新兴起

的可能性方面，他们的经历给予今天的我们希望和鼓励。 

如同以色列人，我们也能够被神呼召而来重建我们的

生活和对神的事奉。尽管失败带来管教，悔改却加速了重

建的进程。让我们心存这一原则来学习这一课，让我们意

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神的力量。  

课文大纲  

重建的目的  

重建的过程  

给重建者的信息  

对神子民的 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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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你应能够  

 解释神为何在衪预定的时侯带衪的子民回归故土。  

 列出关于重建过程三个阶段的事实。  

 描述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的主要内容。  

学习要领  

1．  按照课文指示阅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该书、撒

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的章节。  

2．  学习课文，完成习题和自测题并核对答案。  

3．  复习 9－10 课，然后完成单元学生报告 3。  

关键词  

滥用  

衰败  

法令  

回归  

预备的  

保存  

重建  

（犹太）文士  

幸存  

课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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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的目的  

目标 1 解释为什么犹太人有必要回归耶路撒冷。  

关于亚伯拉罕家族及后代，神已经与他立了永恒的

约。神向大卫重申了这一个约，并使之更加坚固。神不会

允许与衪立约的民在世俗王国的倾覆和战败中失丧。  

实际上，由几个东方帝国控制整个世界的局面已近尾

声。波斯是强大的东方帝国之一，它败给了第一个强大的

西方帝国——马其顿帝国。如果犹太国仍处于东方帝国的

掌握之中，它将不能在东方势力的衰败中幸存，也永不可

能影响世界。神在 合适的时侯带神的子民回归故土。  

神将子民安置在世界大事发生的中心——正处在新

旧势力中间，亚述，巴比伦和波斯这些古老强大的势力已

经不再存在，新的西方帝国正在兴起。神的子民在完全摧

毁了强大的东方帝国的战争风暴中得以存留是神的伟大

奇迹之一，它告诉我们 强大的国家衰败了，但是神与神

的事业和神拯救的民将永存。如先知所预言，认识神的属

灵国度的知识注定要充满全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预

言正在应验。  

 

1  阅读耶利米书 25:11-12，29:10 和但以理书 9:1-19，

然后在笔记本上回答下列问题。  

a) 但以理读了什么？  

b) 但以理认什么罪？  

c) 但以理要求什么？  

2 解释为何犹太人有必要回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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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的过程  

公元前 538 年，强大的帝国巴比伦和牢固的巴比伦城

沦陷于波斯的古列王（居鲁士）。古列王已经征服了几个

东方王国，现在他又征服了巴比伦。根据古代的记载，他

采纳了与亚述人和巴比伦相反的政策，释放所有被掳的民

众回归本土。  

神使用古列王开始回归和重建。古列王发布了一项关

于重建圣殿的重要法令。当犹太人听到一个非犹太人说神

使他统治全地时，他们一定惊讶万分。  

3 阅读以斯拉记 1:14 古列王的法令，并在笔记本回答

下列问题。  

a) 古列王说神给了他怎样的责任？  

b) 他用什么方式告诉波斯人帮助犹太人？  

就是这个法令标志了回归和重建的开始。  

三次回归  

目标 2 辨认关于犹太人三次回归耶路撒冷和重建圣殿

圣城的描述。  

回归和重建的过程跨度为一百年，从古列王开始，其

他的波斯王也卷入其中。在这些年中，从波斯到以色列，

犹太人有三次主要的远征，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描述了其

中发生的事件。  

注意下列图表中总结的每次回归的主要事实。学完图

表后，你将认识对每次回归的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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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归  

（公元前  
538-536 年）  

第二次回归  
（公元前

458-457 年）  

第三次回

归  
（公元前

445-444 年）  

圣经  
记录  

以斯拉记 1-6 
以斯拉记  
7-10 

尼希米记 1-13 

波斯王  
古 列 （ 居 鲁

士）  
亚达薛西  亚达薛西  

犹太人

领袖  
所罗巴伯  
耶书亚  

以斯拉  尼希米  

人数  
49， 697 人  
返回  

1， 758 人  
归回  

一支军队护送  

事件  

开始建殿、献

祭和守节期。

圣 殿 于 公 元

前 516 年 修

成。  

复兴律法和

敬拜  

重建城墙和行

城墙落成礼；

读律法书  

问题  
撒 玛 利 亚 人

的阻挠  
与异族通婚  

参巴拉、多比

雅和基善的阻

挠  

先知  
哈 该 和 撒 迦

利亚  
  

时间  
跨度  

第一阶段  
20 年（公元前

536-516 年）  

中
断

了
5

9
年

；
这

期
间

的
波

斯
王

有
：

 

K
am

b
y

se
s，

大
利

乌
和

亚
哈

随
鲁

 

第二和第三阶段  
25 年（公元前 457-432 年）  

4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城墙是在第三次回归时重建的。  

b) 第一次回归时的波斯王是亚达薛西王。  

c) 第二次回归的人数比第一次多。  

d) 多比雅反对建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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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归    阅读以斯拉记 1－6 章  

跟随所罗巴伯回归的人数可能仅仅只代表了各家的

家主，实际上可能还更多。然而，他们只是被掳犹太人的

一小部分，大多数人都很富足并在被掳之地定居了。他们

并不急于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挣扎求生的小国。  

5 阅读以斯拉记 1:5，所有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有什么共

同点？  

…………………………………………………………………… 

回程非常艰苦，花了至少四个月（根以斯拉记 7:9），

后来当以斯拉回来时，他也花了四个月。他们到达后，便

开始重建圣殿。他们设立了祭坛，并砌好了圣殿的基石（以

斯拉记 3 章）。石料是现成的，但必须从黎巴嫩运来木材。 

敌对派反对建殿。有 16 年之久重建的工作中止了（以

斯拉记 4 章）。在这一时期，神使用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

激励人们再次开始工作，人们响应了。大约在公元前 516

年，圣殿建成并被分别为圣（以斯拉记 5－6 章）。  

第二次回归   阅读以斯拉记 7－10 章  

圣殿建成六十年后，文士和祭司以斯拉带领人们从巴

比伦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记 7 章）。他携带着亚

达薛西王的的书信回来，通告邻近地区的官员给神的子民

提供保护和物质上的帮助。  

亚伦家族的后裔以斯拉有一个属灵的使命，他带回一

些祭司。当他回归后，他心碎地发现在耶路撒冷定居的人

们的敬拜和日常行为违背了神，他阻止了这些做法并作了

一些改革。下面是这次回归的一个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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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获准回国  

到达并献祭  

改革、悔改和复兴  

以斯拉记 7－8:31 

以斯拉记 8:32-36 

以斯拉记 9－10 章  

6 阅读以斯拉记 9－10 章，并在笔记本上回答了下列问

题：  

a) 人们主要在哪些方面违背了神？  

b) 为什么这种违背如此严重？  

第三次回归    阅读尼希米记 1—13 章  

尼希米是圣经中 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亚达薛西王

的酒政，他在波斯宫廷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政治权利。他

得知耶路撒冷的情形并不好，因此请求回去重建圣城，亚

达薛西王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就率领王派遣的一队士兵回

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地位及敬虔使他能够极大地坚固犹太

人。  

尽管有犹太人的敌人反对，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仅用

了 52 天就建成了。城墙重建后，尼希米采取了一些措施

使人们生活安定，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数有所增加（尼希

米记 7:4-5；11:1-2）。他使富有的犹太人停止压迫穷苦的

犹太人（尼希米记 5:10），并进行了其他改革。然而他

伟大的工作是在律法的基础上重建犹太人的团体生活（尼

希米记 10:28-39）。下面是尼希米记的简短大纲：  

尼希米到达耶路撒冷并改革。

  

尼希米记 1—7 章  

在以斯拉的带领下恢复敬拜，

重申律法。  

尼希米记 8—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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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各家的名册。  尼希米记 11：1—12：

26 

使城墙分别为圣。  尼 希 米 记 12:27 —

13:31 

7 阅读尼希米记 4 章和 6 章，在笔记本上写下尼希米如

何回应敌人的每一次阻拦。  

a) 嘲笑（尼希米记 4:1-6）  

b) 计划进攻（尼希米记 4:7-23）  

c) 参巴拉和基善的 初四个信息（尼希米记 6:1-4） 

d) 参巴拉的第五个信息（尼希米记 6:5-9）  

e) 示玛雅的建议（尼希米记 6:10-14）  

8 根据尼希米记 6:15—7:1，尼希米努力的 终结局怎

样？  

9 将每一句话（左边）与其描述的回归（右边）配搭。 

.. ..a 犹太人建成圣殿。  

.. ..b 尼希米从反对重建的人那里

收到恐吓信。  

.. ..c 城墙建成并被分别为圣。  

.. ..d 以斯拉告诉人们必须休掉外

邦妻子。  

.. ..e 古列王命令神的子民重建圣

殿。  

1) 第一次回归  

2) 第二次回归  

3) 第三次回归  

          给重建者的信息  

目标 3 区分哈该和撒迦利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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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工程和灵性的重生遭到了许多反

对。有一些局外人不愿看到神的工作恢复，有一些重建者

很容易灰心。但是，这一时期神有话给衪的子民。哈该和

撒迦利亚都在圣殿重建时做先知，他们的信息在那时对人

们极有意义，并且具备远见卓识。  

哈该  

圣殿的重建工作已经终止了将近十年，此时哈该发出

了他的第一个信息，责备人们不关心神的殿。在继续学习

前，阅读哈该书 1—2 章。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完成记号。 

10 复习哈该书 1:2-11 并回答下列问题。  

a) 人们没有完成建殿，却在做什么？  

……………………………………………………………… 

b) 他们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 

神给予先知哈该的激动人心的应许促使人们开始重

建工作。但是，不久他们又灰心了，于是神为他们预备了

另一个信息。  

11 阅读哈该书 2:1-9，根据这一预言，神说新殿将  

a) 与旧殿一样荣耀。  

b) 比旧殿更加荣耀。  

c) 盛满了从各国而来的珍宝。  

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书尽管只有十四章，却包含了旧约 重要的

一些预言。人们回应哈该的信息，开始重建工作，尔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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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了。正是在这一时期，撒迦利亚得到的八个异象都与

重建停止的原因有关（撒迦利亚书 1—8 章）。同时，他也

得到一些关于将来的美好应许（撒迦利亚书 9—14 章）。

在继续学习前，先阅读撒迦利亚书，读完后在这里做一个

完成记号。  

圣殿的房角石立下两个月后，撒迦利亚看到了八个异

象。下面是重建终止的部分原因：  

1. 无望和无用的感觉。犹太人认为自己微不足道，

他们感到正在做一件并不重大的事。但是，神说衪会亲自

降临耶路撒冷并拣选这城归衪（撒迦利亚书 1:17）。  

2. 犯罪和悖逆的结果。神向撒迦利亚揭示衪将倾覆

一些国家，衪曾经使用这些国家来审判衪的子民（撒迦利

亚书 1:20-21）。  

3. 对罪的意识。神向撒迦利亚揭示大祭司约书亚穿

着肮脏的服饰，被撒但控告，但后来约书亚的衣饰换成了

新的，并且神应许要挪去这地的罪恶（撒迦利亚书 3:5，

9）。  

4. 软弱的感觉。撒迦利亚得到了鼓励所罗巴伯和所

有其他人的信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

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 4:6）。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异象，如手拿准绳的人（撒迦利

亚书 2:1-5）。这一异象预言了人们在耶路撒冷全地定居的

时间。与本卷书的第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关于公义的

大卫后裔的预言，在这一预言中约书亚是中心（撒迦利亚

书 6:12-13）。  

有其他关于弥赛亚和神子民的将来的信息在书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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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9— 14 章）。以色列将被洗净（撒迦利亚书

13:1），有朝一日列国都要敬拜神（撒迦利亚书 14:9）。  

12 复习撒迦利亚书 6:9-13，被称为“大卫后裔”的人的

工作将是什么？  

…………………………………………………………………… 

13 复习前面关于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概述，将每一句话或

经文（左边）与相应的书卷（右边）搭配。  

.. ..a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

天花板的房屋吗？”  

.. ..b “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

华美的衣服。”  

.. ..c 大卫的后代将被神洁净。  

.. ..d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

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

.. ..e 通过一系列的八个异象，神给了

一个鼓励的信息。  

1) 哈该书  

2) 撒迦利亚书  

通常我们会被呼召来修复生活中失落，有时我们需要

恢复家庭敬拜，有时我们可能会被呼召来恢复主内弟兄子

妹的事工，在这些情形下，圣经这一部分的教导是一个极

大的帮助。  

14 神是否向你说话，谈到你需要做的修复或重建工作？

如果有，写下需要做的。  

        对神子民的 后警告  

目标 4  辨认出玛拉基书信息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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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基书有时被称做“小旧约”，因为它以简短的形

式包含了旧约的几个主题：神拣选以色列、以色列的罪和

悖逆、遵从律法的重要性、主的日子的到来。很可能玛拉

基在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许多年后，才写下了他的信息。

犹太人已经丧失 初的热情，他们再次对神冷淡，道德涣

散。在继续学习前，阅读玛拉基书 1—4 章。读完后在这

里作一个完成记号。  

15 阅读玛拉基书 3:6-12。犹太人的国家受到诅咒的原因

是由于他们：  

a) 没有行什一奉献和献祭。  

b) 忽略了到圣殿中敬拜神。  

c) 没有缴足什一税和供物。  

玛拉基以改革家的身份发出信息，他也用关于将来的

异象鼓励神的子民。他预言在神的日子来到之前，“先知

以利亚”将会出现（玛拉基书 3:1，4:5）。接下去是四百

年的沉默时期，但是神的时间一到，“先知以利亚”就来

了，为迎接“弥赛亚耶稣”（马太福音 11:10，14）。  

16 根据玛拉基书 4:1-3，“主的日子”指的是当神  

a) 毁灭恶人、医治义人的时候。  

b) 再次差遣先知以利亚的时候。  

c) 警告恶者时候。  

17 关于玛拉基的信息，下列哪一句话是对的？  

a) 根据玛拉基的信息，由于人们没有献祭，神便不

垂听他们的祷告。  

b) 玛拉基的信息包括对祭司们的罪的责备，以及恶

人将遭毁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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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玛拉基指出，由于人们不尊敬祭坛，神不喜悦他

们。  

d) 玛拉基所传信息的内容是由于人们的罪，耶路撒

冷将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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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对我们有着丰富的意义。我希望这一课程能够帮

助你理解旧约关于信靠永活神的信息。衪今天仍然是同样

的神，仍是那位在伊甸园里与亚当夏娃同行的神，是呼召

亚伯拉罕事奉的神，以神迹带领其子民出埃及的神，与摩

西面对面说话的神，激励大卫王写下诗篇的神，通过衪的

仆人先知的生活和话语说话的神。在你继续阅读学习旧约

及其关于神子民的经历的记录时，记住这一点：  

 

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

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哥林多前书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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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神保守了衪的子民并带领他们回到故土，这是因为： 

a) 亚述不再统治世界。  

b) 古列王居鲁士命令他们建造圣殿。  

c) 他们有一个信息要传给全世界。  

d) 当时的世界受东方诸帝国的统治。  

2 下列几段叙述当中，哪一段 好地总结了重建过程的

三个阶段？  

a) 尽管外界有人反对，内部又有人心灰意冷，但圣

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得以重建。在所罗巴伯、

约书亚、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下，整个重建过

程历时一百年左右。人们又重新遵守律法，重返

圣殿敬拜。  

b) 尼希米带着亚达薛西王的亲笔信，在军队的护送

下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把民众组织起来，虽然敌

人嘲笑他们并加以阻止，城墙还是建好了。随后，

城墙被分别为圣归给神，以斯拉宣读了律法。  

c) 亚达薛西王执政期间，以斯拉与 1758 名百姓回到

了耶路撒冷。他发现犹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就让他们休掉外邦妻子，并更正了百姓沿袭的错

误做法。在他的引领下复兴了敬拜。  

3 在自测题 2 的几段叙述当中，哪一段描述了第二次回

归的情况？  

a) 叙述 a  

b) 叙述 b 

c) 叙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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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设你想鼓励一群虽遭到反对，但仍然继续为主做工

的人，你会选用下面哪一个例子呢？  

a) 以斯拉使犹太人终止与外邦女子的婚姻。  

b) 撒迦利亚看见手持量器的异象。  

c) 第二次回归期间，以斯拉重振了律法和敬拜。  

d) 尼希米在重建城墙时的经历。  

5 将右边的人名同左边与之有关的内容相搭配。  

.. ..a 写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的

情况。  

.. ..b 给犹太人下了第一道重建圣殿

的法令。  

.. ..c 在撒加利亚的一个异象中领受

华美新衣。  

.. ..d 在第三次回归的时候作波斯王。

.. ..e 告诫百姓说他们在什一奉献和

供物的事上亏欠了神。  

.. ..f 监督城墙的重建工作。  

.. ..g 责备百姓忽视重建圣殿工作的

行为。  

.. ..h 一连领受了八个关乎重建的异

象。  

.. ..i 预言了“先知以利亚”的到来。

.. ..j 人首次回归耶路撒冷。  

.. ..k 于古列（居鲁士）之后，亚达薛

西之前作波斯王。  

1) 亚达薛西  

2) 古列（居鲁

士）  

3) 大利乌（大

流士）  

4) 以斯拉  

5) 哈该  

6) 约书亚  

7) 玛拉基  

8) 尼希米  

9) 撒加利亚  

10) 所罗巴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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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a 1) 第一次回归  

b 3) 第三次回归  

c 3) 第三次回归  

d 2) 第二次回归  

e 1) 第一次回归  

1  a 他读到了神给耶利米的关于被掳时期的预言。  

b 他承认百姓所犯的罪。  

c 他求神发怜悯慈爱修复圣殿并饶恕百姓的罪过。  

或类似的回答  

10 a 他们兴建自己的房屋。  

b 神使他们欠收，土地干旱。  

2 神要让关乎神国的信息传遍地极。通过返回耶路撒

冷，携带着这个信息的犹太民族就会得救，而不会

随辖制他们的那些国家一同灭亡。神以这种方式向

衪的百姓守约，并保守了衪给整个世界的信息。  

（或类似的回答）  

11 b)比旧殿更荣耀。  

c)盛满了来自各国的珍宝。  

3 a 让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建圣殿。  

b 他给以色列人提供旅途所需，并为神预备祭物。  

12 他将重建神的圣殿。  

4 a 对  

b 错  

c 错  

d 对  

13  a 1）哈该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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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撒加利亚书 3：4 

c 2）撒加利亚书 13：1 

d 1）哈该书 2：17 

e 2）撒加利亚书 1：7—6：8 

5 神激起他们的思归之心。  

14 你自己的答案。记住神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你也

可以成功地做成重建的工作。  

6  a 他们娶了外邦女子。  

b 因为这是神所禁止的，这会使百姓回过头去拜偶

像，陷入有罪的行为当中。  

15 c 没有缴足什一奉献和供物。  

7 a 他祷告了，又继续工作。  

b 他告诫百姓当信靠神，又发给他们武器。  

c 他拒绝见他们。  

d 他指出他们在说谎，接着又向神祷告。  

e 他看出参巴拉的建议不对，表现出对神的信靠。  

（或类似的答案）  

16  a 毁灭恶人、医治义人。  

8 城墙完全建成，利未人各就各位。  

17 a 错  

b 对  

c 对  

d 错  



 

 




